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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3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6：30 

地點：D302 教室 

主持人：鍾起岱主任                                          記錄： 張欣茹助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2-2學期未註冊學生狀況學期未註冊學生狀況學期未註冊學生狀況學期未註冊學生狀況，，，，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1.今日主管會議註冊組公布本系尚有40位同學未註冊，請老師回覆原因。 

   2.同學如有困難，請導師極力協助，以避免學生流失。 

決議：回覆資料如下，今日回覆註冊組。 班級名稱-實 學號 姓名 102-2狀況 就讀意願(是/否)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07 張庭豪 未註冊 是 已註冊 04-8398055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006 廖珊儷 未註冊 是 3/13已註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09 黃志強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9-2292323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31 蔡育穎 未註冊 是 已註冊 04-7540973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82 曹雅雯 未註冊 是 3/10已註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113 沈怡君 未註冊 是 3/10已註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120 張雅菁 未註冊 是 3/13辦理就貸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803 張亦伶 未註冊 是 3/15會與父母談妥 04-8364815四技觀光一乙 D10244011 楊哲皓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92897506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6 藍文偲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23955698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9 陳怡臻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9-2257399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28 張詩珮 未註冊 是 已就讀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55 古慧婷 未註冊 是 已註冊 04-7358361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3 王名忻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925-581122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5 楊翌姍 未註冊 否 不讀了四技企管四乙 D9943083 徐建閔 未註冊 是 沒錢就讀勸說分期付款 049-2236055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45445 洪婕妤 未註冊 是 會讀尚未註冊 04-26359086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3 林慧珠 未註冊 是 會讀尚未註冊 04-8963723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7 施易縢 未註冊 是 已就貸 04-8385946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45 王威智 未註冊 是 會讀尚未註冊 04-7221289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20 張素娟 未註冊 是 尚未註冊催繳中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21 梁珮琪 未註冊 是 尚未註冊催繳中 0978-122500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52 梁豪堡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7690307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09 張家瑋 未註冊 是 尚未註冊 04-83568015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10 劉柏麟 未註冊 是 尚未註冊 04-8295320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50 吳浚嘉 未註冊 是 尚未註冊 04-22752524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53 蕭羽柔 未註冊 是 已註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61128 蕭裕峻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935-057756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07 藍梓豪 未註冊 是 已註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14 郭富城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7685403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28 黃俊寓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8729336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1 林佳名 未註冊 否 不讀了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5 吳宗霈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8535248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6 詹治鋼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8368058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8 張易揚 未註冊 否 休學 04-8313518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094 洪宇彤 未註冊 是 沒錢繳勸說分期付款 04-8963372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102 林岱磊 未註冊 否 不讀了進專觀光二甲 Y10124138 蕭博元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921-764079夜四技觀光二甲 Y10163141 許春惠 未註冊 是 有就讀意願勸說中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09 林家伯 未註冊 是 催繳中 04-7370201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12 黃彥碩 未註冊 否 不讀了 04-8335992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16 楊采苓 未註冊 會 催繳中 04-7369109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39 林佳芳 未註冊 會 出國中等回來再繳 049-2339062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51 詹佳晉 未註冊 會 催繳中 04-8292271 



 

提案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2-1學期學期學期學期2/3學分不及格同學輔導措施學分不及格同學輔導措施學分不及格同學輔導措施學分不及格同學輔導措施，，，，請請請請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說明：1.奉長官要求，針對前學期2/3學分不及格同學，為避免同學遭致連續二學期2/3學

分不及格退學，每月需回報輔導學生學習狀況（回覆表如附件「前學期學習成績

不佳輔導紀錄」），回覆時間訂於3月17日(一)、4月15日(二)、5月15日(四)、6月

13日(五)，敬請協助配合辦理。。 

      2.2/3學分不及格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102-1三二 102-2狀況0303 四技企管四乙 D9943056 葉泓逸 三二 (1)註冊 四技企管四甲 D9943024 何偉民 三二 (1)註冊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4088 張涵萌 三二 未註冊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6 藍文偲 三二 未註冊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8 張宥茜 三二 (4)未註冊休學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63 林晏如 三二 未註冊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68 詹智凱 三二 (1)註冊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3 王名忻 三二 未註冊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5 楊翌姍 三二 未註冊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12 周峻宇 三二 (1)註冊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34 李偉翔 三二 (4)未註冊休學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54 黃欣儀 三二 (1)註冊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84 許可筠 三二 (4)未註冊休學 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014 蘇瑩真 三二 (1)註冊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09 黃志強 三二 未註冊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58 陳倚睿 三二 (1)註冊 四技觀光三甲 D10044063 劉佩昀 三二 (1)註冊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095 鄭智富 三二 (1)註冊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37 林心慧 三二 (1)註冊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66 黃緯鴻 三二 未註冊 夜四技觀光二甲 OD0159003 黃苡瑄 三二 (1)註冊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61128 蕭裕峻 三二 未註冊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07 程政偉 三二 未註冊 

決議：1.輔導措施： 

1) 導師應隨時掌握學生狀況(課業、生活、工作…)。 

2) 學生如有經濟上的困難繳不出學費，可尋求註冊組，辦理分期付款的方式，減

低學生經濟壓力。 

3) 學生如有課業上的困難，請幫忙與任課老師溝通，不要給與太多壓力，先給學

生一些信心再來要求慢慢進步。 

4) 大多學生都因打工而耽誤課業，導師可與學生聊聊，找出兩全其美(兼顧課業

與工作)的方法。 

5) 善用同儕力量給予一些支持，有些學生因為沒有同學一起，而太過孤立而很少

出席，導師可辦一些活動或聚會，拉攏同學情感，凝聚班級情誼。 

      2.請導師配合招生組規定時程繳交輔導紀錄。 

 

提案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新訂新訂新訂新訂103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表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表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表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表，，，，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1.新訂日四技、夜四技、進二專、在職二技103學年度學分表。 

決議：依102學年學分表修正，如無回覆視同無意見。待下次會議決議。 



 

參參參參、、、、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1.請於明日9:00前回覆招生戰術管制表。 

2.開學至今學校的學習太弱，請老師多注意，多辦些活動讓學生參與，也讓陸生感受我們

的學期氣氛，多多參與學校活動。國交中心為本學期陸生辦理的校外參訪皆已取消，因

為他們喜歡自助旅行，所以請黎老師和盈嘉老師多費心，辦些活動讓陸生參加。 

3.4/27-28(日、一)日一甲預計辦理校外參訪活動。 

4.本國的證照如有開放給陸生報考，請多鼓勵，也可鼓勵參加各項比賽，以取得優異成績，

顯現至本校學習的優秀成果。 

5.103學年轉學考，學校祭出優渥獎金，如由在校生同學介紹就讀成功者，學生享有學雜

費減免的獎勵，每系有8個名額(一甲×1、一乙×1、二甲×2、二乙×1、夜一甲×1)，相關

事項由招生組統籌辦理。 

 

肆肆肆肆、、、、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7：15 ) 

 


